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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建华

在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明
确提出， 要对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对
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
对照先进典型、身边榜样，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有的放矢进行整改。

社会学中有个概念，叫“横山法
则 ”， 意谓最有效且有持续性的约
束，并非外在的强制力量，而是内心
的自我控制。 对标对表，正是这样一
个自我觉悟的过程。 走心入脑、落细
落实地对标对表， 才能筑牢信仰之
基、补足精神之钙，确保思想政治上

始终过硬。
对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找
一找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方面还存在
哪些差距，看一看在向党中央看齐、
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 、
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上， 是不是
真正做到了自觉、坚决。 只有找出差
距，明确努力方向，才能做到党中央
提倡的坚决响应、 党中央决定的坚
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

对照党章党规， 找一找在知敬
畏、存戒惧、守底线方面还存在哪些
差距， 看一看自己是否有在党不言
党、不爱党、不护党、不为党的言行，

有没有不按规定参加党的组织生
活，不按时交纳党费，不按党的组织
原则办事等问题。

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 找一找
在群众观点 、群众立场 、群众感情 、
服务群众方面还存在哪些差距 ，找
一找在带领老百姓脱贫攻坚奔小
康、乡村振兴等方面还有哪些差距。
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党员干部只有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
才能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 烦心
事、揪心事。

对照先进典型、身边榜样，找一
找在思想觉悟、 能力素质、 道德修
养、作风形象方面还存在哪些差距。

从毛泽东以身作则、不搞特殊的“三
不原则 ”， 到周恩来严于律己订立
“十条家规”，再到刘少奇一生以“人
民的勤务员”自勉，老一辈革命家信
仰之真纯、律己之严格、胸怀之坦荡
令人感佩。 以老一辈革命家为镜子，
以身边榜样为尺子， 经常对照检查
自己， 才能找到差距， 明确努力方
向。

“内心的潮湿必须对准阳光，这
样的麦子才配得上一冬不发霉。 ”只
有把对标对表作为一种责任、 一种
习惯，勤于擦拭心中的明镜、始终守
望精神的高地 ，才能让 “不忘初心 、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内化为价值追
求和行为准则。

胡建兵

日前湖南省民政厅会同省委组织
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
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实施意
见》， 部署全面修订村规民约和居民公
约工作。到2020年全省所有村（居）要普
遍修订形成价值引领、合法合规、群众
认可、管用有效的村（居）规民约，不断
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和文明程度。

村规民约是村民进行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行
为规范。 形成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
要规范和完善村规民约的制定程
序、主要内容等，为实现乡村善治提
供制度保障。

但近年来，一些地方对村规民约
和居民公约工作重视不够、 指导不
力，一些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存在内
容空泛、制定不规范、实施流于形式
等问题， 甚至有的内容违法违规、侵
犯群众合法权益。 如：一些地方对违
反村规民约者进行经济处罚， 取消
全家低保等。 还有的村规民约规定：
村民不交垃圾清理费就不准参加养

老保险、合作医疗等。 有的以停办一
切证明手续等捆绑收取 “社会抚养
费”等。 这些“村规民约”“居民公约”
不仅超越了村委会的职权，也逾越了
国家的法律法规。

村规民约要有利于促进法治，需
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制定村规民
约的主体要合法。村民会议是制定和
修改村规民约的主体。 但在实践中，
一些地方还存在村干部替民拟约、照
抄照搬邻村规约或网上规约的问题，
对此必须予以纠正和规范。 其次，村
规民约的内容要遵守宪法和法律的
相关规定，不得侵犯国家、集体利益
和群众合法权益。一些地方的村规民
约存在违法违规的问题，应当予以清
理和修订，确立起合理合法的村民日
常行为规范， 从而增强村民法治意
识， 推动乡村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
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
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再次，村规民约
的制定过程要严把法律关。应完善村
规民约审查备案程序，聘请法律工作
者对村规民约进行合法性审查，增强
村规民约的权威性和规范性。

苑广阔

网约车乘客因物品遗失而与司
机发生的纠纷比较多，目前国内尚未
有网约车平台制定规则或标准以解
决此类纠纷。 6月11日，《滴滴网约车
物品遗失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
稿》对外公示，拟进一步优化滴滴网
约车平台协助乘客寻找遗失物品的
流程与机制。

滴滴方面表示，从2016年开始滴
滴客服就成立物品遗失专组，专门协
助乘客寻找遗失物品。近3年来，平均
找回率从38%提升至68%左右。 尽管
如此 ， 仍有30%的物品无法顺利找
回。 这不仅损害了乘客的利益，同时
也损害了网约车司机的整体形象。

滴滴对外公示的 《征求意见稿》
围绕滴滴公司、网约车司机、遗失物
品的乘客， 以及后续乘客四方的权
利、责任和义务进行了明确。《征求意
见稿》中有一条颇有亮点：乘客下车

前需注意携带自己随身的物品与行
李， 因自身疏忽导致物品遗失的，应
尽量自行领取物品； 如无法自行领
取，可与捡到物品的司机协商送还方
式、时间，以及送还物品的合理费用，
如保管费、乘客承诺的奖励、运输费
等。

站在网约车司机的角度，遗失物
品是乘客的过失， 并非自己的责任，
自己没有义务帮助送回。 即便要送
回， 也应该由乘客支付必要的费用。
如果双方意见不统一，不但容易发生
纠纷和矛盾，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多数
网约车司机也没有动力帮助乘客寻
找遗失物品，当然更谈不上主动送回
了。

滴滴版“有偿归还”，鼓励了网约
车司机主动帮忙保管、 主动联系乘
客。政府有关部门不妨营造一个理解
和支持最低限度的“拾金有偿”的社
会氛围，让好人做好事而自身不受损
失成为共识和常态。

李英锋

路遇一群小学生在河里野
泳， 湖北孝感一名男子将小学
生全部赶走， 并对他们严厉警
告。 该男子拍下的视频被发到
网上后，引来众网友点赞：第一
次听到骂人也这么动听。

在河中野泳溺水的危险系
数极大， 对于身体远未发育成
熟且避险能力、自救能力、应变
能力较弱的小学生而言， 这种
危险又再添几分。 可以说，危险
的河水随时都有可能吞噬小学
生的生命。 孝感这名男子路遇
野泳小学生之后， 立刻意识到
小学生们处在危险之中， 并果
断出手干预， 将小学生们从河
中驱离。 尽管男子的言语有些
粗俗， 动手驱赶其中一名小学
生的做法也有些简单粗暴，但
男子的爱心和责任意识值得点
赞。

对于不谙世事、不听劝阻以
及具有逆反心理的熊孩子而言，
有时简单粗暴的做法反而能起
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该男子保护
了几名小学生的生命安全，干了
一件好事， 他的出发点值得肯

定， 其间的一些做法也值得效
仿。

每到夏季，青少年溺水悲
剧接连发生。 就在6月9日，广
西田林县六隆镇供央村新村
部河段发现5名小学生溺水死
亡 ，飞来横祸 ，几个家庭顿时
陷入悲惨的境地。

对于野泳的危险，社会已
经形成了共识，也正在想办法
防范化解。 比如，由学校、家长
教育管束孩子不到河流、池塘
等水域野泳 ； 让孩子学会游
泳 ，并掌握更多的急救 、逃生
技巧， 杜绝盲目下水施救、手
拉手下水施救等。 但成群结伴
去野泳的熊孩子依然不在少
数 ，对这样的熊孩子 ，光靠老
师和家长是看不住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增
强社会责任感，都应该像新闻
中的这名男子一样，本着呵护
生命的态度 ， 多管一管 “闲
事”，承担一些“公益性监护责
任”。 路遇野泳的中小学生，每
个人该出手时就出手 ， 吼一
吼 ，赶一赶 ，便能为孩子多排
除一分危险 ， 多带来一分安
全。

� � � �这几年， 公职人员明目张胆地吃
吃喝喝明显少了， 然而，“舌尖上的腐
败”花样翻新也从没停止。 有的把正规
公务函当作吃喝“通行证”，以“拆、分、
冲、 抵” 等手段，“做长天数、 做多餐
数”；有的在预算上动心思，“做大预算
花小钱”，吃会议 、吃培训、吃工程 ；还
有的将就餐费用在机关食堂通过虚列

招待客商餐费等方式分批次报销……
形式花样虽不同，但账目都做得规整、
精致，实则踩了纪律“红线”。

如何堵住 “精致走账”的 “暗门 ”？
纪检监察机关需主动出击，以“火眼金
睛”精准发现问题 ；同时 ，单位也要强
化财务管理、规范报销，让“精致走账”
无路可走。 文/图 朱慧卿

制定村规民约不能任性

滴滴版“有偿归还”的
标本意义

对标对表固“初心”

路遇野泳小学生
人人都该一声吼 警惕“吃喝风”遁“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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